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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07                                证券简称：拓斯达                          公告编号：2021-065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拓斯达 股票代码 3006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孔天舒  注 1 傅荣庭、江正才 

办公地址 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塘朗创新路 2 号 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塘朗创新路 2 号 

电话 0769-82893316 0769-82893316 

电子信箱 topstar@topstarltd.com topstar@topstarltd.com 

注 1：2021 年 7 月 30 日，全衡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全衡先生辞职后，将由公司副总裁孔天舒女士代行董事会秘

书职责直至公司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554,260,253.68 1,502,348,644.40 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8,040,074.15 400,457,354.53 -6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20,168,430.60 386,722,880.72 -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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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5,837,790.54 730,812,961.27 -158.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1.49 -79.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1.48 -79.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8% 21.46% -15.7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003,845,324.01 4,029,481,325.51 2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64,959,368.19 2,151,339,763.29 5.2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9,11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丰礼 境内自然人 33.48% 89,125,500 72,311,400 质押 21,746,00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71% 15,209,929 0   

杨双保 境内自然人 5.30% 14,101,457 10,576,093 质押 2,336,000 

黄代波 境内自然人 4.26% 11,339,568 8,504,676 质押 6,337,000 

永新县达晨

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7% 4,976,727 0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陕

国投·拓斯达

2020 年员工

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73% 4,614,984 0   

童朝方 境内自然人 1.54% 4,099,700 0   

华能贵诚信

托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3% 2,999,967 0   

朱海 境内自然人 1.06% 2,817,067 0   

蒋桂梅 境内自然人 0.85% 2,266,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不适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童朝方通过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99,700 股，实

际合计持有 4,099,7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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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创业板向

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

债券 

拓斯转债 123101 2021 年 03 月 10 日 2027年 03月 09日 67,000 

可转换公司债券

票面利率第一年 

0.30%、第二年 

0.5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 

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4.61% 46.4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3.45 75.89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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